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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保育處創建於民國48年10月10日，經管「大甲溪」

及「棲蘭山」兩處國有林區，面積共八萬七仟餘公頃，轄跨新

北市、台中市及宜蘭、桃園、新竹、南投等縣境。成立迄今 

五十餘年遵循國家政策，初期以經營國有森林資源、並輔導榮

民就業為宗旨，近年提昇以「保育」為主軸，推廣森林生態系

之永續經營與管理。

民國52年間，本處發現北橫公路100線林道大溪事業區

89-91林班內富藏高山湖泊、檜木原始林及東亞黑三稜等珍貴

自然景觀及生態資源，隨即全面地加強保育措施，以保護此一

特殊生態體系的完整性。民國58年展開本土生物及原始的高山

湖泊生態調查，嗣於民國62年陳報農復會規劃為全國第一處自

然保護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即依文資法第72條，於民國75

年6月27日農林字第12382號公告為「鴛鴦湖自然保留區」，

國科會並於83年12月核定納入臺灣生態研究體系，作為長期

生態研究之重要基地。

鴛鴦湖自然保留區座落石門水庫集水區層巒疊翠中，海拔

分布1,670-2,100公尺之間，全部面積約374公頃，湖水面積約

3.75公頃，沼澤地面積約2.2公頃，湖之四周已淤積為沼澤，

湖畔檜木濃郁，古樹盤根錯節，相伴珍貴苔蘚附生成林。冰河

時期南遷到臺灣避難的檜木林，已經演化成為臺灣特有種，也

是最道地的臺灣「原住民」。鴛鴦湖自然保留區沼澤地至山地

形成連續之原始水生植物演替序列之各種植物帶，更極富生態

學意義。

鴛鴦湖最美時刻在清晨，蒸浻後的水氣於霧林中閃動，冉

冉上升，其共生植群種類繁多，四季景觀變化萬千，令人流連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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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返，置身在檜木林中的感覺，就像進入參天古木中，是帶著

一種心存崇拜的心情，不由得讚嘆大自然神來之筆的曼妙與旖

旎。

為讓國人一窺這粉妝玉琢之神秘地域，進而喚醒生態保育

意識，本處特邀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標本館主任彭鏡毅博士

精撰222種常見植物之介紹。彭博士多年來致力於植物多樣性

之研究，足跡踏遍「鴛鴦湖自然保留區」每一角落，相信這套

專輯出版後，對於臺灣的本土自然科學教育研究與自然資源

保育工作必有極大裨益，值此書付梓之際，爰書數語，以資為

序。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森林保育處處長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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鴛鴦湖自然保留區位於雪山山脈北段稜線的西側，地理位

置介於新竹、桃園及宜蘭縣交界處，行政劃分上屬於新竹縣

尖石鄉，保留區的總面積為374公頃，其中湖面約3.75公頃，

沼澤地約2.2公頃，餘為山地森林，由湖畔溼地到山脈稜線以

臺灣扁柏最為優勢，為臺灣扁柏型植物社會，根據柳榗和徐

國士 （1973）的調查，保留區植被可區分為水生、濕生及中

生植物之植物社會，維管束植物共有136種；復經大津高等

（1989）之報告增為158種。本實驗室多年來調查研究得知，

區內植物種類十分豐富，目前所知計有蕨類植物75種、裸子

植物8種、雙子葉植物226種、單子葉植物64種，共計373種 

(101種為臺灣特有物種)，其中棲蘭山杜鵑、鴛鴦湖細辛和鴛

鴦湖龍膽為近年學界發表的新種。

保留區地處涼溫帶針闊葉混合林帶，屬中海拔霧林帶地

區，海拔高度介於1,670～2,100公尺之間，年均溫約為13 

℃。保留區東邊屬蘭陽溪流域，直接承受來自冬季東北季風及

夏季颱風溯蘭陽溪谷，翻越雪山山脈所帶來的雨水，因此雨量

甚高，年降雨量約4,000公厘。保留區位於稜線的西邊，屬大

漢溪流域，為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雖處於背風面，年降雨

量也有2,000公厘，這使得鴛鴦湖一帶成為全臺全年最濕潤的

中海拔雲霧帶，為溫帶重濕的氣候，在此區域發生濃霧及雲海

的頻率相當高，所以，保留區內的苔蘚及嗜濕型的植物特別發

達，覆蓋度及豐富度都相當高，隨處可見濃密的苔蘚覆蓋在林

床、倒木、樹幹及樹枝上，充分顯示臺灣中海拔特有的濕潤霧

林特質。

保留區內終年雲霧瀰漫，林木高聳參天，舉世聞名的臺灣

檜木的故鄉存在此區域。檜木林帶內保存了許多冰河時期遷徙

至臺灣，間冰期退縮至中高海拔山區的珍稀古老之冰河孑遺植

作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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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例如紅檜、扁柏、臺灣杉、昆欄樹、八角蓮、臺灣青莢

葉、臺灣樹參、臺灣八角金盤、臺灣長春藤、臺灣五葉參、臺

灣鵝掌柴、臺灣馬醉木等，這些都是北半球原始的孑遺植物，

吾人藉由物種的親緣地理學研究可以進一步說明臺灣植物在物

種遷徙及演化的歷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東亞地區長期以來

的氣候變化。

承蒙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森林保育事業

管理處王處長的邀約，始能將多年調查研究的成果具體呈現，

希望藉由解說手冊的出版能成為社會大眾親近大自然的工具，

並打開一扇與植物對話的窗門。

本書能夠順利出版首先感謝中央研究院植物所「鴛鴦湖生

態系大型研究計畫」配合農委會委託之「臺灣植物資源調查及

資料庫建立」的經費支持下，得以在本區域進行全面且深入的

調查研究，並感謝森林保育處在研究調查期間所給予的協助，

另外，也要感謝呂文賓先生費心協助本書初稿的完成；廖啟政

先生提供鴛鴦湖生態簡介一文以為本書前言；王震哲教授、陳

志雄博士、牟善傑先生、許再文先生、梁慧舟先生、呂碧鳳女

士諸君幫助植物種類及幻燈片學名的再鑑定及確認；前後任助

理胡維新、劉翠雅、沈曉瑩、陳志雄、廖啟政、黃捷琳、王志

嘉、王光玉、梁慧舟、劉建華、陳俊清、劉淑美、郭信厚、賴

易秀、高瑞卿、賴書輝、楊東政等協助野外採集調查工作；徐

德生、鍾國芳、翁茂倫拍攝植物幻燈片；並特別感謝實驗室助

理黃建益及楊智凱先生在本書付梓前協助本書的最後整理及文

稿潤飾。作者才疏學淺，本書誤漏之處在所難免，尚祈學界先

進不吝指正。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研究員兼

   標本管主任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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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本書是介紹鴛鴦湖自然保留區常見及特有的植物，共有

222種，介紹次序先依照蕨類、裸子、雙子葉及單子葉植物分

類群，再按造科、屬、種的學名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圖鑑中植物所使用的學名、中文名是依據臺灣植物誌第二

版的名稱，別名及英文名主要是採用自楊再義先生所編撰之臺

灣植物名彙。

植物學名解釋是參考自William T. Stearn所著之「Steatn’s 

dictionary of plant names for gardeners」、丁廣奇與王學文所

編之「植物學名解釋」和趙毓棠與吉金祥所編之「拉丁植物學

名辭典」。植物之藥用及療效主要是引用自邱年永及張光雄先

生編撰之「原色臺灣藥用植物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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鴛鴦湖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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鴛鴦湖生態簡介

鴛鴦湖自然保留區（Yuanyang Lake Nature Reserve Area, 

YYL）位於雪山山脈北段(2435′ N, 12124′ E)，行政劃

分上屬於新竹縣尖石鄉、桃園縣復興鄉及宜蘭縣大同鄉交界處，

屬國有林事業區之大溪事業區89～91林班，管理機關為行政院

退輔會森林保育處。保留區的總面積為374公頃，其中湖面3.75

公頃，沼澤地2.2公頃，其餘為山地森林。海拔高度介於1,670至

2,100公尺之間，湖水面海拔為1,670公尺。鴛鴦湖呈狹長形，湖

面下谷地深，最深達15公尺，東西長約595公尺，中間最窄處只

有20公尺。以目前的淤積狀況推論，湖泊之形成尚不久，極可能

最初為一峽谷，因山崩阻塞而成形，為一地形湖泊。

鴛鴦湖區保留區的年均溫約為13 ℃；月均溫最高是六月，

約為27 ℃；最低是一月，約為10 ℃（Hwang et al., 1996）。

此區的溫度很少低於0 ℃，降雪的機率相當低。保留區的位置鄰

近雪山山脈稜線，東邊屬蘭陽溪流域，蘭陽溪流域由西南流向

東北，直接承受來自東北季風及颱風所帶來的雨水，因此雪山

山脈的東向坡面，雨量相當高。保留區位在稜線的西邊，屬大漢

溪流域，可能受到雨影效應的影響，雨量較東向坡面低。鴛鴦

湖鄰近地區，由東向坡面至西向坡面，形成了明顯的雨量梯度

（王和李，2000）。由鴛鴦湖區附近的15個雨量站估算，向風

面的年降雨量約4000公厘，而背風面則約僅2000公厘。除此之

外，此區域產生濃霧的頻率相當高，濃霧的產生使森林內的溼度

增加，也減少了林下的光度（Hwang et al., 1996；Chang et al., 

2002）。高溼度使得此區域的苔蘚的覆蓋度及豐富度相當高，濃

密的苔蘚覆蓋在林床、倒木、樹幹及樹枝上。

鴛鴦湖是珍貴的高山湖泊，地處偏僻，交通不便，早期

少有人類的干擾，因此保有天然的檜木林。為了保護原始的高

山湖泊生態，民國75年行政院農委會將之公告為「鴛鴦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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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留區」，最主要保護其水生、沼澤及森林生態系統。水生

植物的主要組成包括眼子菜（Potamogeton octandrus）、東

亞黑三稜（Sparganium fallax）及水毛花（Schoenoplectus 

mucronatus subsp. robustus），次要者包括小葉四葉葎

（Galium trifidum）、單穗薹（Carex capillacea）、白穗刺

子莞（Rhynchospora alba）。沼澤地區則以草本植物群落為

主，組成包括高山芒（Miscanthus transmorrisonensis）、

間型沿階草（Ophiopogon intermedius）、針葉薹、燈心草

（Juncus effusus var. decipiens）、小葉四葉葎、火炭母草

（Polygonum thunbergii），並有少量灌木樹種，如假柃木

（Eurya crenatifolia）、假繡球（Viburnum sympodiale）、

玉山糯米樹（Viburnum integrifolium）等（柳和徐，1973；

Chou et al.，2000）。保留區內的森林植物社會則包括柳杉造林

地及臺灣扁柏原始林（Chou et al.，2000）。柳杉（Cryptomeria 

japonica）造林地位於保留區的東北角稜線附近，面積相當

小。除此之外，整個區域內皆以臺灣扁柏（Chamaecyparis 

obtusa var. formosana）為最優勢的植物，臺灣扁柏構成了

此區域的樹冠層，高度約30-35公尺，闊葉樹種則構成森林

中的灌木層，密度相當高，只有少數闊葉樹種能生長到樹冠

層的高度（Chou et al., 2000），灌木層的優勢樹種包括臺灣

杜鵑（Rhododendron formosanum）、白花八角（Illicium 

anisatum）、臺灣鴨腳木（Schefflera taiwaninan）、臺灣

樹參（Dendropanax pellucidopunctata）；草本層則以華中

瘤足蕨（Plagiogyria euphlebia）為優勢，並伴隨有高山芒，

臺灣瘤足蕨（Plagiogyria formosana），五葉黃連（Coptis 

quinquefolia），紫金牛（Ardisia japonica），鴛鴦湖細辛

（Asarum crassisepalu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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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角蕨科 ASPLENIACEAE

威氏鐵角蕨
Asplenium wilfordii Mett. ex Kuhn 
由希臘文字首a-(無)和splenion (脾)締造而成，那就沒有脾臟的毛病了，意指其藥用可治脾臟病。

是紀念Wilford, C這位英國植物學家。

形態

葉

孢子囊群

分布

1

2

1

2

著生、岩生或地生蕨類。莖短，直立，密生披針形鱗片。

叢生，葉片披針形，長10-35cm，寬5-10cm，革質，三

回至四回羽狀分裂。

具一到數個孢子囊群，孢膜線形，孢子囊群長在脈的一

側。

分布在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產於全島中海拔潮濕山

區，常附著生長於樹幹或岩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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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苞蹄蓋蕨
Athyrium nakanoi Makino 

蹄蓋蕨科 ATHYRIACEAE

形容孢子囊蓋盾形。

形態

葉

孢子囊群

分布

1

2

3

3

2

1

多年生草本，植株高15-30cm。根莖橫生，先端斜立，葉

片簇生在根莖先端；根莖和葉柄基部密佈褐色的鱗片。

一回羽狀複葉，狹披針形，長5-20cm，寬1-3cm，葉柄

長2-8cm；羽片在葉軸上互生，披針形，邊緣鈍鋸齒，在

羽片基部朝向葉先端的一側有一耳狀凸起。

孢子囊群橢圓或腎形，在羽片的背面大致排成兩列。

日本和臺灣全島中海拔山區，喜好略陰濕的生育環境。往

湖區中途的步道旁靠山壁一側的斜坡基部可發現，成群生

長，葉片懸垂狀，姿態極為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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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蓋蕨科 ATHYRIACEAE

蓬萊蹄蓋蕨 

意指黑柄的。

形態

葉

孢子囊群

分布

1

2

3

2

1

地生蕨類。莖直立，被淡褐色卵形鱗片。

葉叢生，葉片披針形，長15-25cm，寬4-6cm，二回羽狀

複葉；羽片長2-5cm，寬1-1.5cm，羽片基部之上側小羽

片常獨立分離，羽軸表面具粉綠色的軟質長刺。

孢膜J形，孢子囊群沿著葉脈基部著生。

日本、印度、斯里蘭卡、爪哇。臺灣產於中、高海拔山區，

喜歡生長於林下潮濕多腐植質的環境。湖濱步道旁偶見。

3

Athyrium nigripes (Blume) T. Mo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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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蓋蕨科 ATHYRIACEAE

對生蹄蓋蕨

形容葉的下段羽片對生。

形態

葉

孢子囊群

分布

2

1

1

2

Athyrium oppositipinnum Hayata

地生蕨類。莖直立或斜生，粗短，被褐色披針形鱗片。

叢生；葉片披針形，長40-80cm，寬15-30cm，二回羽

狀複葉；羽片線狀披針形，長3-12cm，近無柄，下段羽

片對生，上段羽片通常為互生。

孢膜馬蹄形或J形，孢子囊群著生在葉脈中間部分。

菲律賓及臺灣中高海拔地區，喜歡生長在林緣、半陰濕且

富含腐植土的林地上。常見於林道旁的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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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蓋蕨科 ATHYRIACEAE

大葉貞蕨

由希臘文kornos (角)和pteris(蕨類)締造而成，意指羽片與葉軸連接處有小角狀突起的蕨類植物。

形態

葉

孢子囊群

分布

2

1

1

2

模式標本採集地。

地生蕨類。根莖短，斜生，具褐色鱗片。

叢生；葉柄紫褐色；葉片寬卵形，長35-55cm，寬25-

35cm，三回羽狀深裂至複葉；羽片披針形，對生或互

生，基部羽片有柄，第一對小羽片無柄且特別短。

孢子囊群圓形，著生在小脈上，不具孢膜。

日本、中國大陸西南部、印度北部及菲律賓。臺灣於中海

拔地區可見，喜生長於林緣潮濕、多腐植質之空曠處。

Cornopteris banahaoensis (C. Chr.) K. Iwats. & M.G.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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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蓋蕨科 ATHYRIACEAE

奄美雙蓋蕨 

意指本種模式標本採自日本的奄美大島。

形態

葉

孢子囊群

分布

1

2

由希臘文diploos (雙重)締造而成，意指其孢子囊沿葉脈兩側著生，具背靠背的雙側孢膜。

地生蕨類。根莖短，直立，高可達30cm，被鱗片。

叢生；葉片三角狀卵形，草質，長80-150cm，寬80-

120cm，三回羽狀分裂至複葉；羽片披針形，具柄；末裂

片長方形，頂端截頭，邊緣呈鋸齒緣。

孢膜橢圓形，長在裂片側脈上，為成對出現之背靠背雙蓋

形。

琉球群島及臺灣中海拔地區，喜生於林緣及林下多腐植質

之處。100線林道上族群數量豐富。

1
2

3

3

Diplazium amamianum Tag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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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蓋蕨科 ATHYRIACEAE

川上氏雙蓋蕨 

形態

葉

孢子囊群

分布

1

2

3

地生蕨類。根莖被黑色卵形至披針形鱗片。

葉互生；葉柄長25-70cm，具半透明肉刺；葉片長40-

80cm，寬35-65cm，三回羽狀複葉至四回羽狀分裂；羽

片具柄，披針形；小羽片長4.5-6cm，寬1.5-2cm，幾乎

無柄，邊緣鋸齒狀。

孢膜香腸形，緊貼裂片中脈及小羽軸。

喜馬拉雅山區、斯里蘭卡、緬甸、爪哇。臺灣常見於中海

拔地區，喜生於林下及林緣半遮陰之潮濕環境。100線林

道上族群數量豐富。

1

2

3

Diplazium kawakamii Hay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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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毛蕨科 BLECHNACEAE

雉尾烏毛蕨

形容葉柄黑褐色。

形態

葉

孢子囊群

分布
2

1

(雉尾獅子頭) 

多年生草本。根莖匍匐，表面密被黑褐色的披針形鱗片。

於根莖上離生，凋零後葉柄會宿存。葉革質，無毛，披針

形，一回羽狀深裂，長25-40cm，寬5-8cm；葉柄黑褐

色，和葉身幾乎等長，基部疏被鱗片；羽狀裂片略彎曲成

鐮刀狀，全緣，葉軸上互生，在基部的3-5對常漸次縮小

成耳狀

孢子囊群深褐色，著生在葉背羽軸的兩側成帶狀。

印度、中國西南和臺灣中海拔山區，喜歡略陰濕的生育

地，常成群生長在山區的岩壁或斜坡上，葉片懸垂，形態

極為優美。可以在往湖濱的步道中途發現它。

1

2

NT

Blechnum melanopus Hook.

接近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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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碎補科 DAVALLIACEAE

臺灣小膜蓋蕨 

形態

葉

孢子囊群

分布

1

3

1

2

3

由希臘文araio (薄弱)和stege (覆蓋)締造而成，意指該植物的孢子囊群具有薄弱的孢膜覆蓋著。

著生及岩生蕨類。根莖長匍匐狀，被褐色披針形鱗片。

葉柄長15-30cm，草桿色；葉片寬卵圓形至三角形，薄膜

質，四回羽狀複葉，長25-40cm，寬20-35cm，羽片幾

乎無柄；末裂片細小，僅具單脈。

孢膜魚鱗形，僅以基部著生於小脈。

中國大陸西南部。臺灣常見於中海拔之檜木林，喜附著生

長在雲霧地區之森林樹幹或岩石上。

2

Araiostegia perdurans (H. Christ) Co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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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蕨科 DENNSTAEDTIACEAE

碗蕨 

為紀念19世紀初的德國植物學家August Wilhelm Dennstaedt (1776-1826)，用其姓氏締造而成。

形態

葉

孢子囊群

分布

1

2

1

2

Dennstaedtia scabra (Wall. ex Hook.) T. Moore

地生蕨類。根莖長匍匐狀，被長毛。

葉片卵狀三角形，長20-45cm，寬15-35cm，三至四回

羽狀分裂，草質，葉軸草桿色，具白色毛；葉脈上下兩面

皆具細毛。

孢膜碗狀，位於裂片鋸齒的頂端。

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喜馬拉雅、印度、斯里蘭卡、中

南半島、馬來西亞及印尼。臺灣常見於中海拔地區，喜生

長在林下或林緣半開闊處之土坡。


